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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 

衛部保字第 1081260009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修正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三、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站「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網址：https://mohwlaw.mohw.gov.tw），

「法規草案」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二)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8 號 4 樓 
(三) 電話：(02)85906731 
(四) 傳真：(02)85906048 
(五) 電子郵件：hg2016@mohw.gov.tw 

部  長 陳時中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下稱本辦法)，於一百零

一年十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歷經四次修正，本次配合一百零七年二月七

日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修正，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之廢除，股利所得毋庸

區分「股利總額」與「股利淨額」，爰應刪除「總額」文字；另因應一百

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之二，有關我

國學術或研究機構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分配股票

予我國創作人，為避免學術或研究機構給付時，保險對象無現金或現金

不足以扣取補充保險費，規定比照股利所得之扣繳方式辦理；又針對健

保署近年來實務作業情形，或有因稅務機關事後更正所得類別等，不可

歸責於扣費義務人之情事，需明定補充保險費後續扣費處理方式，爰擬

具「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

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修正，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之廢除，刪除股利所得定義之「總額」文字。(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因應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

之二，有關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應扣取之補充保險費，如保險對

象無現金或現金不足以扣取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因稅務機關更正所得類別而需繳納補充保險費者，或其他因不可歸

責扣費義務人事由致其未扣、少扣補充保險費情事時之處理方式。

(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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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所得及收

入，規定如下： 

一、獎金：符合所得稅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類規定應納入

薪資所得項目，且

未列入投保金額計

算之具獎勵性質之

各項給予，如年終

獎金、節金、紅利

等。 

二、薪資所得：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類所稱之薪

資所得。 

三、執行業務收入：指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類所稱

執行業務者之業務

或演技收入。 

四、股利所得：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類所稱公司

股東所獲分配之股

利。 

五、利息所得：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四類所稱之利

息所得。 

六、租金收入：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五類第一款所

稱之租賃收入及第

二款所稱之租賃所

得。 

前項所得及收入，

以現金、票據、股票及

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所得及收

入，規定如下： 

一、獎金：符合所得稅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類規定應納入

薪資所得項目，且

未列入投保金額計

算之具獎勵性質之

各項給予，如年終

獎金、節金、紅利

等。 

二、薪資所得：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類所稱之薪

資所得。 

三、執行業務收入：指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類所稱

執行業務者之業務

或演技收入。 

四、股利所得：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類所稱公司

股東所獲分配之股

利總額。 

五、利息所得：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四類所稱之利

息所得。 

六、租金收入：指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五類第一款所

稱之租賃收入及第

二款所稱之租賃所

得。 

前項所得及收入，

以現金、票據、股票及

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

因應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

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十

四條，配合兩稅合一設算

扣抵制度規定廢除，毋庸

區分「股利總額」或「股

利淨額」，爰刪除第一項

第四款「總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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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如為股票或外國

貨幣，其價格或兌換率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 

為限。如為股票或外國

貨幣，其價格或兌換率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 

第七條  公司於分配股票

股利或現金股利時，應

以其負責人為扣費義務

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 

      同一基準日分配之

股利，為同一次給付，

給付內容同時含有股票

股利及現金股利者，扣

費義務人應於撥付現金

股利時，從中一併扣取

當次給付所有應扣取之

補充保險費。 

無現金股利或現金

股利不足以扣取時，扣

費義務人應通知保險對

象，由保險人於次年收

取。 

前項應補繳之金

額，扣費義務人應於次

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

規定之格式造冊，彙送

保險人辦理收取之作

業。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應扣取之補充保險

費，如於給付時保險對

象無現金或現金不足以

扣取，依前二項規定辦

理。 

第七條  公司於分配股票

股利或現金股利時，應

以其負責人為扣費義務

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 

於同一基準日分配

之股票股利及現金股

利，為同一次給付，扣

費義務人應於撥付現金

股利時，從中一併扣取

當次給付所有應扣取之

補充保險費。 

無現金股利或現金

股利不足以扣取時，扣

費義務人應通知保險對

象，由保險人於次年收

取。 

前項應補繳之金

額，或可扣抵稅額變動

致有需補繳或退費情

事，扣費義務人應於次

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

規定之格式造冊，彙送

保險人辦理收取或退費

之作業。 

一、按本條第二項係明定

同一基準日分配之股

票股利及現金股利，

為同一次給付，無論

實際撥付日是否相

同，惟實務上屢有扣

費單位誤解為同一基

準日分派之現金股

利，如採事後按日多

次發放且金額未達扣

繳標準時，免予扣取

補充保險費，爰酌修

文字，使其更臻明確。 

二、配合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廢除，刪除第

四項所涉之相關文

字。 

三、因應一百零六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

之產業創新條例第十

二條之二，有關我國

學術或研究機構依產

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分

配股票予我國創作

人，該獲配股票若符

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三十一條規定之六類

所得(收入），且獲配

者為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對象，依法應由扣

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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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補充保險費。為避

免學術或研究機構給

付時，保險對象無現

金或現金不足以扣取

補充保險費，比照股

利所得於無現金股利

或現金股利不足以扣

取時之方式辦理,爰

新增第五項。 

第九條  扣費義務人扣取

補充保險費，應按年度

通知保險對象。但扣費

義務人已依第十條規定

填報扣費明細彙報保險

人者，得免通知保險對

象。 

      保險對象得向扣費

義務人索取扣費證明或

自扣費之次年四月一日

起，向保險人索取繳費

證明。 

      扣費義務人對於補

充保險費，如有溢扣，

應予退還。如有少扣，

應予補足，並得於事後

向保險對象追償。但依

據第五條向保險人查詢

確認資料，致有少扣，

或經稅務機關更正所得

類別而需繳納補充保險

費者，或其他不可歸責

事由，致未扣、少扣補

充保險費者，免予補

足、追償，並得由保險

人逕向保險對象收取。 

      保險對象應被扣取

第九條  扣費義務人扣取

補充保險費，應按年度

通知保險對象。但扣費

義務人已依第十條規定

填報扣費明細彙報保險

人者，得免通知保險對

象。 

保險對象得向扣費

義務人索取扣費證明或

自扣費之次年四月一日

起，向保險人索取繳費

證明。 

扣費義務人對於補

充保險費，如有溢扣，

應予退還。如有少扣，

應予補足，並得於事後

向保險對象追償。但依

據第五條向保險人查詢

確認資料，致有少扣之

情事者，免予補足、追

償。 

保險對象應被扣取

之補充保險費，如有少

扣，應予補繳。如有溢

扣，得於扣取日次月起

六個月內向扣費義務人

申請退還，逾期得改向

一、實務上稅務機關或有

事後更正所得類別，

致衍生扣費義務人未

能於給付時扣取補充

保險費之疑義，考量

該未扣之情事，與「依

據第五條規定向保險

人查詢確認資料，致

有少扣」情形相似，

實難歸責扣費義務

人，爰明定因稅務機

關更正所得類別而需

繳納補充保險費者，

或其他因不可歸責扣

費義務人事由致其未

扣、少扣補充保險費

情事時，比照「依據

第五條規定向保險人

查詢確認資料，致有

少扣」，免予補足、追

繳。惟為使負擔公

平，增訂該等情形得

由保險人逕向保險對

象收取之規定，並酌

修文字。 

二、配合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廢除及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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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充保險費，如有少

扣，應予補繳。如有溢

扣，得於扣取日次月起

六個月內向扣費義務人

申請退還，逾期得改向

保險人申請退還。但補

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

人，繳納補充保險費

時，一併填報扣費明

細，並以電子媒體方式

彙送保險人者，保險對

象得逕向保險人申請退

還。 

   依第七條第三項及

第五項規定應補繳者，

如其單次金額未達新臺

幣一百元，得免補繳。 

扣費義務人退還給

保險對象之溢扣款，如

為已繳納給保險人之款

項，得向保險人申請退

還或就其應扣繳之補充

保險費扣留抵充。 

保險人申請退還。但補

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

人，繳納補充保險費

時，一併填報扣費明

細，並以電子媒體方式

彙送保險人者，保險對

象得逕向保險人申請退

還。 

股利所得因可扣抵

稅額變動，或股票股利

因現金不足扣取，致應

退補繳者，如其單次金

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元，

得免退補。 

扣費義務人退還給

保險對象之溢扣款，如

為已繳納給保險人之款

項，得向保險人申請退

還或就其應扣繳之補充

保險費扣留抵充。 

七條第五項扣取補充

保險費規定，爰刪除

第五項可扣抵稅額部

分，並酌修正文字。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三年九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三年九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

行。 

增訂第五項，明定本次修

正條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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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六月十八日及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Ｏ

年Ｏ月Ｏ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六月十八日及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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